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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有机物分离系统及方法，

属于废气处理领域。该系统包括吸附浓缩设备

(2)，还包括高沸点物质分离单元(1)；所述高沸

点物质分离单元(1)设有第一出口(103)和用以

通入待处理气体的第一入口(101)，所述吸附浓

缩设备(2)设有第一入口(201)和第一出口

(203)；所述高沸点物质分离单元(1)的第一出口

(103)与所述吸附浓缩设备(2)的第一入口(201)

连通，所述吸附浓缩设备(2)的第一出口(203)排

空。该系统结合大通量有机物分离材料，可以在

常温下对大通量微量高沸点物质进行分离，并对

材料进行再生，解决了现有VOCs吸附设备不能解

决高沸点VOCs降低设备性能的问题，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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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有机物分离系统，包括吸附浓缩设备(2)，其特征在于，还包括高沸点物质分离

单元(1)；所述高沸点物质分离单元(1)设有第一出口(103)和用以通入待处理气体的第一

入口(101)，所述吸附浓缩设备(2)设有第一入口(201)和第一出口(203)；所述高沸点物质

分离单元(1)的第一出口(103)与所述吸附浓缩设备(2)的第一入口(201)连通，所述吸附浓

缩设备(2)的第一出口(203)排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有机物分离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高沸点物质分离单元(1)

还设有用以通入再生气体的第二入口(102)和用以排出再生后气体的第二出口(104)。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有机物分离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吸附浓缩设备(2)还设有

用以通入再生气体的第二入口(202)和用以排出再生后气体的第二出口(204)。

4.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项所述的有机物分离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分别与所述高

沸点物质分离单元(1)和所述吸附浓缩设备(2)连通的、用以提供再生气体的热氧化设备

(3)。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有机物分离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热氧化设备(3)设有入口

(301)，所述入口(301)与所述高沸点物质分离单元(1)的第二出口(104)以及所述吸附浓缩

设备(2)的第二出口(204)相连通。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有机物分离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热氧化设备(3)还设有第

一出口(302)、第二出口(303)和第三出口(304)；所述热氧化设备(3)的第二出口(303)与所

述高沸点物质分离单元(1)的第二入口(102)相连通；所述热氧化设备(3)的第一出口(302)

与所述吸附浓缩设备(2)的第二入口(202)相连通；所述热氧化设备(3)的第三出口(304)排

空。

7.根据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的有机物分离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用以排空的烟

囱(4)，所述烟囱(4)分别与所述吸附浓缩设备(2)的第一出口(203)以及所述热氧化设备

(3)的第三出口(304)连通。

8.一种基于权利要求1-7任一项所述的有机物分离系统的有机物分离方法，其特征在

于，待处理气体由所述高沸点物质分离单元(1)的第一入口(101)通入，以拦截大部分高沸

点物质；剩余的富低沸点物质气体经所述高沸点物质分离单元(1)的第一出口(103)排出，

并由所述吸附浓缩设备(2)的第一入口(201)进入所述吸附浓缩设备(2)，大部分低沸点物

质被拦截，剩余的大量乏VOCs气体依次经所述吸附浓缩设备(2)的第一出口(203)和烟囱

(4)排空。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有机物分离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热氧化设备(3)中的再生

气体，分别经所述热氧化设备(3)的第二出口(303)、第一出口(302)引出，再分别经高沸点

物质分离单元(1)的第二入口(102)和所述吸附浓缩设备(2)的第二入口(202)进入所述高

沸点物质分离单元(1)和所述吸附浓缩设备(2)，对高沸点物质分离单元(1)中的高沸点物

质分离材料和所述吸附浓缩设备(2)中的吸附材料进行再生。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有机物分离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再生后脱除的少量富

VOCs气体分别经所述高沸点物质分离单元(1)的第二出口(104)和所述吸附浓缩设备(2)的

第二出口(204)排出后，通过所述热氧化设备(3)的入口(301)进入所述热氧化设备(3)进行

分解，产生的少量乏VOCs气体由所述热氧化设备(3)的第三出口(304)进入烟囱(4)排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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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有机物分离系统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废气处理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有机物分离系统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工业上用于大通量地处理含微量VOCs废气的方法主要是热氧化工艺，由于

VOCs含量低，需要补充大量热量支持热分解，因此一般采取吸附浓缩工艺将VOCs浓度提高

后再进行热氧化处理，其中使用较多的吸附浓缩设备是活性炭吸附床和分子筛吸附床。实

际应用中，废气中除甲苯、二甲苯、酯类等沸点低于160℃的VOCs，还普遍含有三甲苯、十三

烷等沸点高于160℃的VOCs，后者很难在吸附浓缩设备的工作温度下脱除，即使升高工作温

度效果也不显著，而吸附设备对高沸点和低沸点VOCs的吸附并没有选择性，导致很多吸附

浓缩设备在运行一段时间后因为高沸点VOCs的蓄积失去功能，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对于

组成含量高的混合组分，大通量分离时一般使用分馏、升华等方式进行处理，微量分离时一

般使用色谱柱等方式进行处理；对于含有微量有机物的混合组分，要大通量的对其中的高

沸点组分进行分离，目前还没有经济有效的方法。

[0003] 而对于含有微量有机物的混合物，使用分馏方法处理效率低下，能耗很高，尤其是

通量很大时，不具有应用价值，即使采取冷冻的方式使待分离物质冷凝，也需要先将混合物

降温，能耗同样很高；使用色谱柱虽然可以分离含有微量有机物的混合物，但难以实现大通

量处理，也不具有应用价值；如果采用活性炭等方式吸附，对高沸点组分的分离效果差，而

且高沸点物质存留在活性炭上很难再生，无法达到分离高沸点物质的目的。

[0004] 有鉴于此，特提出本申请。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有机物分离系统及方法，结合大通量有机物分离材

料，通过系统设计，可以在常温下对大通量微量高沸点物质进行分离，并对材料进行再生，

解决了现有VOCs吸附设备不能解决高沸点VOCs降低设备性能的问题，效果显著。

[0006] 为实现以上目的，本发明特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有机物分离系统，包括吸附浓缩设备，还包括高沸点物质分离单元；所述高沸

点物质分离单元设有第一出口和用以通入待处理气体的第一入口，所述吸附浓缩设备设有

第一入口和第一出口；所述高沸点物质分离单元的第一出口与所述吸附浓缩设备的第一入

口连通，所述吸附浓缩设备的第一出口排空。

[0008] 所述高沸点物质分离单元还设有用以通入再生气体的第二入口和用以排出再生

后气体的第二出口。

[0009] 所述吸附浓缩设备还设有用以通入再生气体的第二入口和用以排出再生后气体

的第二出口。

[0010] 本系统还包括分别与所述高沸点物质分离单元和所述吸附浓缩设备连通的、用以

提供再生气体的热氧化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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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所述热氧化设备设有入口，所述入口与所述高沸点物质分离单元的第二出口以及

所述吸附浓缩设备的第二出口相连通。

[0012] 所述热氧化设备还设有第一出口、第二出口和第三出口；所述热氧化设备的第二

出口与所述高沸点物质分离单元的第二入口相连通；所述热氧化设备的第一出口与所述吸

附浓缩设备的第二入口相连通；所述热氧化设备的第三出口排空。

[0013] 本系统还包括用以排空的烟囱，所述烟囱分别与所述吸附浓缩设备的第一出口以

及所述热氧化设备的第三出口连通。

[0014] 一种基于上述的有机物分离系统的有机物分离方法，待处理气体由所述高沸点物

质分离单元的第一入口通入，以拦截大部分高沸点物质；剩余的富低沸点物质气体经所述

高沸点物质分离单元的第一出口排出，并由所述吸附浓缩设备的第一入口进入所述吸附浓

缩设备，大部分低沸点物质被拦截，剩余的大量乏VOCs气体依次经所述吸附浓缩设备的第

一出口和烟囱排空。

[0015] 所述热氧化设备中的再生气体，分别经所述热氧化设备的第二出口、第一出口引

出，再分别经高沸点物质分离单元的第二入口和所述吸附浓缩设备的第二入口进入所述高

沸点物质分离单元和所述吸附浓缩设备，对高沸点物质分离单元中的高沸点物质分离材料

和所述吸附浓缩设备中的吸附材料进行再生。

[0016] 所述再生后脱除的少量富VOCs气体分别经所述高沸点物质分离单元的第二出口

和所述吸附浓缩设备的第二出口排出后，通过所述热氧化设备的入口进入所述热氧化设备

进行分解，产生的少量乏VOCs气体由所述热氧化设备的第三出口进入烟囱排空。

[0017] 所述高沸点物质分离单元装填有的高沸点物质分离材料，该材料包括Si、Fe、Ca、

Al、Mg、Mn、Ti、Ni、K、Na、B或Li中的一种的氧化物或多种的氧化物混合物，其中Si的氧化物

质量比为0-100％，Fe的氧化物质量比为0-10％，Ca的氧化物质量比为0-20％，Al的氧化物

质量比为0-50％，Mg的氧化物质量比为0-20％，Ti的氧化物质量比为0-20％，其它元素氧化

物质量比为0-20％。

[0018] 分离过程是多方面作用协同的结果，需要根据各元素及其氧化物的特性、组合、配

比、制备工艺等因素不断试验和摸索。同时，还需要考虑包括孔道尺寸与待分离有机物大小

的匹配，孔道表面电荷对有机物的亲和力，以及孔道在环境条件下自组装形成的次级孔道

与待分离有机物的相互作用等。

[0019] 大部分情况下，所述有机物分离材料中，Si的氧化物是材料结构的主体，Li、Na、K

等对于次级孔道的形成具有一定调节作用，B、Al、Mg、Ca等对于提高材料的稳定性有帮助，

Fe、Mn、Ni、Ti等对于调节孔道表面电荷有帮助，通过上述元素氧化物的组合，适应不同工况

下的需要。

[0020] 所述材料的孔径分布为0-100nm，优选地，所述材料的孔径分布为1-10nm。

[0021] 所述材料的比表面积为400-1000m2/g，优选地，所述材料的比表面积为500-800m2/

g。

[0022] 所述材料的孔容为0.2-0.8ml/g，优选地，所述材料的孔容为0.3-0.6ml/g。

[0023] 所述材料可以为粉状、颗粒状、棒状、球形或蜂窝体等形态。

[0024]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上述有机物分离材料的制备方法：

[0025] 将所述Si、Fe、Ca、Al、Mg、Mn、Ti、Ni、K、Na、B或Li中的一种的化合物或多种的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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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在水中按比例混合均匀后，调节pH值至固体析出，保持一段时间后，水洗，浸泡并干燥即

得。

[0026] 所述浸泡为在酸性或碱性溶液中浸泡。在碱性溶液中浸泡是利用碱破坏氧化物前

驱体间的相互作用，使氧化物相互连接更加疏松，无孔处产生小孔，小孔变成大孔。在酸性

溶液中浸泡是利用酸活化氧化物前驱体，使其相互间反应程度加深，氧化物间连接更加紧

密，大孔变成小孔，小孔逐渐消失。优选地，所述浸泡为在酸性溶液中浸泡。

[0027] 所述的各元素的化合物有些本身可以是氧化物，有些非氧化物经上述处理后全部

或大部分也最终形成氧化物的形态。

[0028] 本发明较现有工艺技术有如下优势：

[0029] 本发明所述设备可以在常温下大通量地处理有机物含量很低(一般小于1％)、组

成复杂(至少两种化合物且不属于同分异构体)、需要将沸点较高的组分(>160℃)分离出来

的混合物。同时，降低吸附浓缩设备受高沸点物质污染的风险，并发挥吸附浓缩设备对低沸

点物质的吸附效果，降低热氧化设备的能耗。现有VOCs吸附设备不能解决高沸点VOCs降低

设备性能的问题，本发明通过分离高沸点VOCs，避免了这一问题，同时利用系统热量将高沸

点VOCs返回热氧化设备分解，既恢复分离功能，又回收热量，具有能效高的优点。

附图说明

[0030]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中所需要使用的附

图作简单地介绍，应当理解，以下附图仅示出了本发明的某些实施例，因此不应被看作是对

范围的限定，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

些附图获得其他相关的附图。

[0031] 图1为本发明的有机物分离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32] 附图标记说明：

[0033] 1、高沸点物质分离单元；101、高沸点物质分离单元第一入口；102、高沸点物质分

离单元第二入口；103、高沸点物质分离单元第一出口；104、高沸点物质分离单元第二出口；

2、吸附浓缩设备；201、吸附浓缩设备第一入口；202、吸附浓缩设备第二入口；203、吸附浓缩

设备第一出口；204、吸附浓缩设备第二出口；3、热氧化设备；301、热氧化设备入口；302、热

氧化设备第一出口；303、热氧化设备第二出口；304、热氧化设备第三出口；4、烟囱。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详细描述本发明的实施例，所述实施例的示例在附图中示出，其中自始至终

相同或类似的标号表示相同或类似的元件或具有相同或类似功能的元件。下面通过参考附

图描述的实施例是示例性的，仅用于解释本发明，而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0035] 实施例1

[0036] 一种有机物分离系统，包括吸附浓缩设备2，还包括高沸点物质分离单元1；所述高

沸点物质分离单元1设有高沸点物质分离单元第一出口103和用以通入待处理气体的高沸

点物质分离单元第一入口101，所述吸附浓缩设备2设有吸附浓缩设备第一入口201和吸附

浓缩设备第一出口203；所述高沸点物质分离单元第一出口103与所述吸附浓缩设备第一入

口201连通，所述吸附浓缩设备第一出口203排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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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高沸点物质分离单元1还设有用以通入再生气体的高沸点物质分离单元第二入口

102和用以排出再生后气体的高沸点物质分离单元第二出口104。

[0038] 吸附浓缩设备2还设有用以通入再生气体的吸附浓缩设备第二入口202和用以排

出再生后气体的吸附浓缩设备第二出口204。

[0039] 本系统还包括分别与高沸点物质分离单元1和所述吸附浓缩设备2连通的、用以提

供再生气体的热氧化设备3。

[0040] 热氧化设备3设有热氧化设备入口301，热氧化设备入口301与高沸点物质分离单

元第二出口104以及吸附浓缩设备第二出口204相连通。

[0041] 热氧化设备3还设有热氧化设备第一出口302、热氧化设备第二出口303和热氧化

设备第三出口304；热氧化设备第二出口303与高沸点物质分离单元第二入口102相连通；热

氧化设备第一出口302与吸附浓缩设备第二入口202相连通；热氧化设备第三出口304排空。

[0042] 本系统还包括用以排空的烟囱4，烟囱4分别与吸附浓缩设备第一出口203以及热

氧化设备第三出口304连通。

[0043] 本实施例还提供一种基于上述有机物分离系统的有机物分离方法：

[0044] 待处理气体由所述高沸点物质分离单元第一入口101通入，以拦截大部分高沸点

物质；剩余的富低沸点物质气体经高沸点物质分离单元第一出口103排出，并由吸附浓缩设

备第一入口201进入吸附浓缩设备2，大部分低沸点物质被拦截，剩余的大量乏VOCs气体依

次经吸附浓缩设备第一出口203和烟囱4排空。

[0045] 热氧化设备3中的再生气体，分别经热氧化设备的第二出口303、第一出口302引

出，再分别经高沸点物质分离单元第二入口102和吸附浓缩设备第二入口202进入高沸点物

质分离单元1和吸附浓缩设备2，对高沸点物质分离单元1中的高沸点物质分离材料和吸附

浓缩设备2中的吸附材料进行再生。

[0046] 再生后脱除的少量富VOCs气体分别经所述高沸点物质分离单元第二出口104和吸

附浓缩设备第二出口204排出后，通过热氧化设备入口301进入热氧化设备3进行分解，产生

的少量乏VOCs气体由热氧化设备第三出口304进入烟囱4排空。

[0047] 尽管上面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可以理解的是，上述实施例是示例

性的，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本发明的范围内可以对上述

实施例进行变化、修改、替换和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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